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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後的回顧:「藝摯」二十週年匯演 ‐ 匈牙利民族舞匯 

 

今次是香港「藝摯」舞團成立以來，第４次舉辦的大匯演。在每次匯

演完畢後，都會寫寫感想，今次也不例外，但值得回味的事物實在太

多，就拿些重點來談談吧。 

 

今次匯演受惠於傳媒的推廣及兩年前匯演留下來的熱情，門票(共約

1,400 張) 銷售率達 97%，基本上是全院滿坐 ，而 HK$450 的門票銷

情最好，早在演出三星期前已售罄。 

 

 

匯演前，傳媒在報紙及網絡上的介紹及推廣 

今次是舞團作為本地的歐洲民族舞表演團體，首次邀請了專業樂師及

民族歌手從東歐的匈牙利來港與本地及海外舞者合作演出，在香港的

舞蹈歷史中實屬首次。而編舞基本上由本人一手包辦，並聯合香港、

台灣、日本及馬來西亞４地舞者在舞台上合作演出共８首匈牙利、外

西凡尼亞及吉普賽舞蹈，佔了所有 17 首表演舞蹈約一半，另樂師及

歌手也表演了３首歌唱及純演奏曲目，使在這 3個小時的表演裏共演

出了 20 個項目 (請參閱文章後附件: 表演節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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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舞團團長，邀請專業樂師及民族歌手來港與本舞團合作演出是我

多年以來的願望。在二十多年前，本人在澳洲工作時參加了一保加利

亞舞蹈表演團，團裏有時也會邀請樂師回舞團合作演出，其後我與太

太十多次到歐洲學舞研習時，看到所有在舞台上的表演，舞者都是穿

上傳統的民族服裝，並有樂師現場伴奏，而表演者除着重舞蹈動作

外，也邊跳邊唱，把整個民族風格及特色以舞蹈聯合歌唱的型式表達

出來，這種舞台上的表演方式及其效果實能大大提升及感染觀眾的投

入性，正是我最喜愛及嚮往的表現方法，從此便影響了我以後主理舞

團的表演方向。我在香港自 1998 年成立了「藝摯」舞團後，因資源

問題，在本地成立歐洲民族樂團或邀請本地樂師合作演出都沒法成

事，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十多年前開始在匈牙利及在羅馬尼亞的外

西凡尼亞 (Transylvania) 找樂師為舞團編曲奏樂，自己也努力編排

多首我最喜愛的匈牙利舞蹈，並在每首舞蹈樂曲中尋找適當的歌詞予

舞者歌唱，並安排加入舞蹈表演中，多得很多在海外認識的匈牙利舞

者，他們多年來已成為舞團的歌唱顧問，給予我們在歌詞校對方面的

幫助實在很大。有舞友曾比喻本舞團為二十年來潛伏於亞洲的一匹精

於表演匈牙利舞的「千里馬」，那麽，因 2016 年在台北書展表演而

結識的匈牙利民族樂隊 (Hungarian FolkEmbassy)便是舞團的「伯樂

亅，若非樂隊領導 Mihály 對我和舞團青睞有加，特别邀請我帶領香

港、台灣、日本及馬來西亞舞者到東歐表演，我也不會斷言決定先邀

請他們來香港合作演出，使今年 11 月 4月的匯演成為 2018 年中到東

歐表演前的一個熱身預演。 

 

 

與匈牙利民族樂隊於 2016 台北書展中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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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邀請了樂隊 (Hungarian FolkEmbassy) 和歌者(Júlia Kubinyi)

與舞團合作，效果比預期更好。樂隊十分專業，技藝高超，連我很微

細的要求也能顧及和做到。女歌者更值一讚，除年輕貌美、更平易近

人，且歌藝出眾，在這大半年來，我與她多方面溝通，其後在匈牙利

布達佩斯的工作會議中，感覺她十分專業，而且辦事效率高超，使我

十分欣賞。 

 

在 2015 年起，本舞團在這兩年間分別辦了兩次匯演，在推廣方面，

因對傳煤及普羅大眾都接觸多了，我發覺已改變了一些市民對西方民

族舞的認知，尤其他們在看了報紙報導及看過這兩次匯演後，卻實在

有以下的正面改觀： 

 

在兩年多前，每當我介紹一些非舞友來觀看我舞團舉辦的匯演時，他

們的反應是以為那是一般在廣場上，多由上了年紀的媽媽在表演自娛

的混雜娛樂舞，後來他們來觀賞過我舞團舉辦的匯演後，才發現原來

在香港甚或亞洲其他地方，也有那麽多年輕舞者在表演不同民族特色

的歐洲民族舞，而且學生舞者也能走上大舞台及有高水平的演出，所

以今次也樂於購票入座。 

  

因對歐洲民族舞認識不深，以前在我及太太所教學校的家長，都主張

其子女先首選進入現代舞或東方舞組別，後來看到了西方舞組的蓬勃

發展及其子女能有機會參加大型西方民族舞的演出，才慢慢改變了看

法。也有一些學生從小接觸芭蕾舞，對其他舞蹈興趣不大，後來知道

有大型西方舞展的演出機會，才開始接觸烏克蘭或俄羅斯的民族舞，

後來發覺在芭蕾舞所學的很多基本功對表演這些民族舞蹈都很有幫

助，因此也愛上了這兩個國家的民族舞蹈，也續漸引發她們對其他歐

洲國家民族舞的興趣。 

 

在這幾年來，在我教導下的年輕舞者心中，已知道他們在達到一定的

演出水平後，必定能參加我舞團舉辦的大型舞展，更能與其他亞洲地

方精英舞者交流，並在多首舞蹈中合作演繹，在舞台上各顯風騷，漸

漸成為他們的主要動力來源。今次我團的年青舞者在匯演後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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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原來在亞洲其他地方也有那麽多年青的舞者，而且技巧高超，自

覺已不是在香港獨自奮鬥，覺得十分興奮，他們在短短的幾天彩排和

表演的過程中，與日本、馬來西亞及台灣年青舞者意氣相投，惺惺相

惜，在互相認識後保持聯絡，很大機會在以後數十年的舞蹈生涯中能

夠保持友誼，更可能在舞台上再次合作呢！ 

 

自 2015 年匯演完結後，我開始把舞蹈錄影片段上傳於舞團的書臉帳

戶(FB Page) 中,願意加入舞團帳戶的本地及海外舞蹈朋友亦由 100

多人上升到現在的 1,200 多人，由於舞蹈片段廣受好評，引發不少海

外舞者或團隊要求來港與本團合作演出，所以本團在未來應可繼續為

本地及海外的精英表演者提供交流舞藝的平台，達致國際性推廣西方

民族舞的目的。  

 

有本地及海外來港的舞蹈老師及舞友看過這次匯演後，都說我們今次

的演出水平能媲美外國專業舞團的演出，無論這是否抬舉本團的客氣

說話，各舞界賢達能給予舞團這肯定的評價固然是值得高興，但本人

深信這絕不是一次僥倖的成功，最重要的是，就如我在匯演完結前在

台上和觀眾所說的一席話：「這次匯演的成功全賴本地及海外表演者

的無私奉獻，共同擁有「愛舞」的信念，秉持專業的態度和鼎力合作

的精神，在經過長時期的努力練習，才有今次的美好成果」。在過往

這一年來，除本人和太太要多次到台灣及日本，執教和編排這次匯演

的多首合作舞蹈外，也在今年 7月專誠到匈牙利與歌手和樂師討論多

方面有關編曲、選材和歌唱等問題，而每星期與五地表演者的網上溝

通更不可或缺。有些日本、台灣及馬來西亞舞者更要每星期重覆着穿

州過省的行為，在經過差不多一年的跨境訓練才有今次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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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提的是來自馬來

西亞的男舞者(蔡臻贇先

生) 及女舞者(蔣嘉琳小

姐)，他們年輕有為，更

擁有強烈的「愛舞」信

念，多次自費來香港與我

團努力學習，在短短一年

多的時間內，已完成學習

今次匯演中的 8首舞蹈，

在今次匯演的表現更相當

突出，前途無可限量。 

 

蔣嘉琳小姐和蔡臻贇先生 

 

今次首次來港演出的８位日本舞者表現出眾，他們主要是專門研習匈

牙利舞蹈的京都大學學生，隊中有一位是在京都工作的匈牙利女生，

也有一位是京都大學畢業生川端英辛先生 (綽號博士先生) ，他早於

2016 年 8 月已親臨香港與我團學習今次匯演的最後一首吉普賽舞

蹈。為隆重其事及出師有名，這 8位日本舞者為了參加本次匯演，專

誠於今年４月成立了自己的表演團隊「帕林卡匈牙利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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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柏林卡匈牙利舞團 

日本是唯一的一個亞洲國家有自己的樂師能演奏匈牙利舞曲，本土舞

者多以即興型式練習匈牙利舞蹈，今次來港表演的京都舞者也精於表

達這種即興風格，他們在匯演中表演的美素錫地域舞蹈 (Mezőségi 

táncok) 和最後的一首吉普賽舞蹈 (Marossárpataki cigány 

tánc)，表現的確十分專業，尤其是男舞者，在匯演中往往能表現出

強勁飄逸的男子氣派，獲得不少觀眾的掌聲。還記得在今年４月我和

太太及團員到京都教學，日本舞者上課時謙恭有禮，虛心向學，且絕

不欺場，因他們的基本功穩健紮實，在短短一天半時間已學完兩首甚

艱難的墨卡力男子舞 (Méhkeréki tapsos)及美素錫戈卓男子舞

(Mezőségi korcsos)，真的十分利害，匯演中的這兩首男子舞，便都

是由來自香港、日本和馬來西亞的三地舞者共同演繹，在 11 月 3日

總彩排時舞者才第一次走在一起練習，但由於平時操練純熟，在表演

時效果良好 ，沒甚出錯，真的是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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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卡力男子舞 

 

但今次有兩對日本舞者在表演瑪樂沙柏德地域舞(Marossárpataki 

táncok) 時卻不甚理想，女生完全沒練習歌唱，又可能是疏於練習，

男舞者在舞序、走位和隊型整齊性方面都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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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舞者已是第四次來港參演，這次也能維持一貫穩定性，一些舞友

觀眾對台灣舞者更特別有好感，對其表現稱讚不絕,本人覺得台灣舞

友在演出保加利亞舞 (Miziski ritmi) 時更為突出，十分整齊好

看。但今次也如上次匯演時一般，令我在表演前的兩星期甚感憂心，

因台灣舞者今年 10 月 15 日在台北租了劇院做總彩排，兩首台、港

合作的匈牙利舞蹈在那時都表現未如理想，令到現場參觀評核的我担

心不已，彩排完結後我嚴正要求台北、新竹及台中所有舞者要一起加

堂惡補練習，而台灣舞者也值着其豐富經驗，在最後兩星期修練成

功，在匯演時表現大致良好，甚少出錯，事後我也慶幸自已祗是虛驚

一場呢!  

 

 

台灣波亞斯舞團的保加利亞舞 (Miziski ritmi) 

 

至於今次本港舞者的表現，本人甚感滿意，在這大半年中因訓練有

素，隊員也紀律良好，且準備充足，所以在正式演出時，每人都能專

注落力，達致高水平的演出 ，但我仍覺得在歌唱方面還略欠聲勢，

間中有些舞者在走位完成舞蹈圖型方面也略嫌不足，這些小毛病仍有

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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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馬來西亞舞者合作表演的邦切狄地域舞曲 

 

 

烏克蘭女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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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 月３日的整天總彩排中，所有共 90 多人的本港及海外表演者是

第一次聚在一起，主要是練習不同走位和隊型的齊整性，因樂師和歌

手表現專業，而舞者對每首舞蹈動作也很熟練，所以當天的進度良

好，過程十分暢順，在下午已完成了所有舞蹈的編排，所以在晚上我

只要求把整場匯演的舞蹈由頭到尾跳一次，感覺滿意後便立刻收隊，

比原定完結時間快了約大半小時，使各表演者能在當晚盡早休息，以

迎接 11 月 4日的正式挑戰。 

 

作為今次匯演的藝術總監，本人除主要負責編舞及執教外，也要主理

繁重的各類行政工作，多得太太的鼎力支持及多位新、舊團員的幫忙

和數名舞界友好 (在場刊裏已列出各人各字)的協助下，才令今次匯

演有優異的成績。 

 

如以往一般，今次本人也參演了 5首自己編排的舞蹈，除兩首喜愛的

純男子擊鞋舞外，也包括源自加洛它鍚 (Kalotaszeg)、美素錫 

(Mezőség)和錫基科(Skékelföld)三大舞區的舞蹈組曲，這５首舞蹈

都是由香港、日本、台灣及馬來西亞四地舞者聯合演出，在正式演出

時，我在台上已感到效果相當不錯，每首舞蹈在表演完結後都得到觀

眾報以熱烈掌聲回報，當下覺得一年來各人努力的艱辛訓練已得到了

合理的回報，心中充滿了喜悅，事後很多觀眾也對我說他們都不敢相

信四地舞者衹一起彩排了一天便能有這樣整齊合拍的演出呢！ 

 

 

港、台、馬舞者合作演出的加洛它錫婚禮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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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今次訓練過程特別艱鉅，由多次到各地執教、編排動作及圖型、

控制舞者人數、安排製造舞服及靴子、長時期在網上互傳練習影片以

修正動作、監察各地舞者練習進度、給予不同速度的音樂予舞者練

習，以適應樂師現場奏樂的考驗等等，都是十分繁重的工作，這一年

來我和太太都要面對這些挑戰，個中煩惱及滋味，實不足為外人道，

而最重要是在匯演前一天要把所有舞者齊集作總彩排，在一天內要把

共 8首合作舞蹈完善編排妥當，這更包括所有 90 多位表演者都要參

與演出的吉普賽閉幕舞曲 (Marossárpataki cigány tánc)。有些第

一次來港參演的海外舞者，包括有國外的舞蹈老師起初都覺得這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務，但當我告訴他們，這種跨國界合作表演方式自

2004 年第一次舞團匯演時已開始運作，至今已有十多年的經驗，所

以要求他們放心的依着我給他們的指示及程序來練習。而今次因加入

了樂師和歌手，與舞者配合的要求更高，但因各表演者都訓練有素，

準備充足，所以在總彩排時，都事半功倍，十分暢順。事後樂師領隊 

Mihály 對我們的總彩排也讚不絕口，他說在那麼多人的情況下，我

還能指揮若定，覺得我們對每支舞的管理，時間分配和編排都做得有

條不紊，甚感驚訝，我便告訴他因為我們憑着以往的豐富經驗，在總

彩排前已做了很多重要的準備工作，例如每位海外舞者在每首合作舞

蹈中站在那個位置也已一早决定，他們事前也收到照片或錄影片段知

道走位的正確位置，所以在總彩排時效率奇高，還比預定時間提早完

工呢!  

 

 

港、台、馬舞者合作演出的基斯古古洛文迪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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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是今次匯演的贊助機構，演出當晚引進

了其他駐港的外交使節及在香港和澳門的匈牙利僑民前來觀賞，總領

事柯泰安博士 (Dr. Pál Kertész) 也在上半場節目完結後上台致謝

詞，並頒發由匈牙利國家文化及科學交流局 István Ijgyártó 局長

簽發的榮譽證書給本人及太太和其他十位本地表演者，以表揚我們以

舞蹈在香港及澳門推廣匈牙利國家文化。 

 

 

匈牙利總領事上台頒發榮譽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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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總領事和 12 位獲頒榮譽證書的舞者合照 

 

匯演完結後，收到很多觀眾的稱讚及恭賀訊息由各地如雪片般飛來，

我代表舞團在此再表達謝意。因今次匯演而特地來港觀賞的海外觀眾

有十多人來自台灣，都是我和太太的多年好友或合作夥伴，包括波亞

斯舞團團長張文彦老師、MFC 匈牙利舞蹈俱樂部團長蔡永裕老師伉

儷、台灣國際民俗舞蹈協會理事長須文宏老師伉儷、協會常務理事古

禮政老師伉儷和協會常務理事王惠君老師等等。由香港移居新加坡多

年的吳國基老師今次也帶領他成立的「盈思舞蹈社亅共十多位社員從

馬來西亞專誠來港參觀。來自國內福建莆田學院的鄭若宜老師，每年

都在莆田舉辦舞展，今次再帶領７位畢業生舞者重臨香江參觀。其他

來港的海外舞林好友包括來自日本的 Keizo Tonohara 殿原慶三先生

和新加坡的 Ms Carrie Chen 等。另外，特別來港參觀的親戚和友好

有從加拿大、澳洲、英國和匈牙利等地遠道而來，也有即日來回的友

好專誠從廣州、深圳及澳門等地來港觀賞。我十分感激以上親朋好友

刻意安排時間來香港欣賞我們的演出，使當晚演出坐無虛設，熱鬧非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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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更要再多謝我家人及太太 Jenny 的家人鼎力支持我們今次的

匯演，使我倆深深感受親情的可愛。也要多謝我哥哥和姊姊、二姨

丈、五姨丈、大、小舅父、Miss Ho、Raymond Wu、 Febe Ho、Tanya 

Tang、Salina Chan 、Aimee Chiu、 Ching & Solicitors、鄒自平

先生、楊碧君女士、鄒清宜女士、舞之集的戚健康先生、 YY 古禮政

先生、台灣國際民俗舞蹈協會和承璧歐洲民族舞蹈團所送來恭賀的花

束或花牌，我謹代表舞團深表感激。 

  

舞團一共邀請了 11 位專業攝影師及５位攝錄師為今次匯演工作，所

以匯演雖已完結數星期，但現在還忙於選擇照片，也要和專業師傅討

論後期制作及輯錄這匯演的 DVD，希望盡快完工，才能準備下個舞蹈

大項目。如前所說，今次匯演是明年到東歐表演前的熱身賽，我們的

舞蹈特訓很快又要開始，各位舞蹈戰友，你們準備好了嗎？ 

 

 

 

謝宏璣 

「藝摯」團長 

2017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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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摯二十週年匯演 - 匈牙利民族舞匯  

香港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4‐11‐2017 

表演節目 Program 

(1) 

地尼科歡迎舞曲  (Délalföldi oláhos és csárdás)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 

舞蹈編排：  謝宏璣 

演出：  藝摯歐洲民族舞蹈組、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校友會舞蹈組、真  

光女書院 (香港) 

主音歌手:  茱利亞.古碧嫣 (Júlia Kubinyi)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2) 

來自米茲亞的樂舞  (Miziski ritmi) 

民族 / 國家：保加利亞 

編舞：  Iliana Bozhanova 

排練：  陳靜雯、曾俊維、張文彥 

演出：  波亞斯歐洲民俗舞蹈團 (台灣) 

備註：            首演舞蹈  

 

(3) 

蘇穆基女子圓環及雙人舞組曲 (Somogyi karikázó es libbanős)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 

編舞：  謝宏璣 

排練：            程婉琪、謝宏璣 

演出：  真光女書院 (香港) 

主音歌手:  茱利亞.古碧嫣 (Júlia Kubinyi)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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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墨卡力男子舞 (Méhkeréki tapsos) 

民族 / 國家：    羅馬尼亞 / 匈牙利 

舞蹈編排：      謝宏璣 

演出：      藝摯歐洲民族舞蹈組(香港)、 

帕林卡匈牙利舞團(日本)、 

盈思舞蹈社(馬來西亞)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5) 

蘇穆基女子瓶子舞 (Somogyi üveges)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 

編舞：  謝宏璣  

排練：  程婉琪、謝宏璣 

演出：  藝摯歐洲民族舞蹈組、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校友會舞蹈組、 

真光女書院 (香港) 

主音歌手:  茱利亞.古碧嫣 (Júlia Kubinyi)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6) 

加洛它鍚男子競技舞 (Kalotaszegi legényes)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 / 羅馬尼亞 

舞蹈編排：  黃梓峰、蔡永裕 

演出：  MFC 匈牙利舞蹈俱樂部 (台灣)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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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邦切狄地域舞曲 (Bonchidai verbunk, csárdás, friss csárdás és invirtita)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 / 羅馬尼亞 

舞蹈編排：  謝宏璣 

演出： 藝摯歐洲民族舞蹈組、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校友會舞蹈組(香

港)、盈思舞蹈社 (馬來西亞) 

主音歌手:  茱利亞.古碧嫣 (Júlia Kubinyi)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8) 

土耳其女子湯匙舞 (Silifke Oyun) 

民族 / 國家： 土耳其 

編舞：    謝宏璣 

排練：  程婉琪、謝宏璣 

演出：  真光女書院 (香港) 

 

(9) 

歌曲獻唱 (Amerre én járok)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  

主音歌手:  茱利亞.古碧嫣 (Júlia Kubinyi)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18

(10) 

加洛它鍚婚禮舞曲  (Kalotaszegi legényes, verbunk, hajnali, csárdás és 

szapora)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 / 羅馬尼亞 

編舞：  謝宏璣、蔡永裕 

排練：  謝宏璣、程婉琪、郭峰銘、陳靜雯 

演出： 藝摯歐洲民族舞蹈組、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校友會舞蹈組、真

光女書院 (香港)、 

波亞斯歐洲民俗舞蹈團 (台灣) 、盈思舞蹈社 (馬來西亞) 

主音歌手:      茱利亞.古碧嫣 (Júlia Kubinyi)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Interval (15 minutes) 中場休息(15 分鍾) 

 

(11) 

沙哥斯歡樂舞曲 (Sárközi csárdás, üveges és ugrós)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 

舞蹈編排：  謝宏璣 

演出： 藝摯歐洲民族舞蹈組、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校友會舞蹈組、真

光女書院 (香港)、盈思舞蹈社 (馬來西亞) 

主音歌手:  茱利亞.古碧嫣 (Júlia Kubinyi)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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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流浪者之舞 (Cigány román táncok) 

民族 / 國家： 吉普賽 / 羅馬尼亞 

編舞及顧問： Sonia Dion & Cristian Florescu 

排練：  曾俊維、陳靜雯、張文彥  

演出：  波亞斯歐洲民俗舞蹈團 (台灣) 

 

(13) 

美素錫戈卓男子舞 (Mezőségi korcsos)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 / 羅馬尼亞 

舞蹈編排：  謝宏璣 

演出：  藝摯歐洲民族舞蹈組(香港)、 

帕林卡匈牙利舞團(日本)、 

盈思舞蹈社(馬來西亜)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14) 

歌曲獻唱 (Mezőségi dalok)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  

主音歌手:  茱利亞.古碧嫣 (Júlia Kubinyi)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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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素錫地域舞曲 Mezőségi táncok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 / 羅馬尼亞 

舞蹈編排：  松本憲志, Ági Patkó 

演出：  帕林卡匈牙利舞團(日本)、 

樂隊:  Hungarian FolkEmbassy 

備註：  首演舞蹈 

 

(16) 

基斯古古洛文迪舞曲 (Kisküküllőmenti pontozó, csárdás és szökő)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 / 羅馬尼亞 

編舞：  謝宏璣 

排練：  謝宏璣、程婉琪、陳静雯、曾俊維 

演出：  藝摯歐洲民族舞蹈組(香港)、 

波亞斯歐洲民俗舞蹈團(台灣)、MFC 匈牙利舞蹈俱樂部(台灣)、 

盈思舞蹈社(馬來西亜) 

主音歌手:      茱利亞.古碧嫣 (Júlia Kubinyi)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17) 

烏克蘭女子舞 (Veterok) 

民族 / 國家：    烏克蘭 

編舞：      程婉琪、謝宏璣 

排練：           程婉琪 

演出：      真光女書院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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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歌曲獻唱 (Magam járom)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  

主音歌手:  茱利亞.古碧嫣 (Júlia Kubinyi)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19) 

瑪樂沙柏德地域舞曲 (Marossárpataki verbunk, sebesforduló, csárdás, korcsos 

és cigány csárdás)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吉普賽 / 羅馬尼亞 

編舞：  謝宏璣 

演出： 藝摯歐洲民族舞蹈組、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校友會舞蹈組、真

光女書院 (香港)、帕林卡匈牙利舞團(日本) 、MFC 匈牙利舞蹈

俱樂部 (台灣) 、盈思舞蹈社 (馬來西亜) 

主音歌手:  茱利亞.古碧嫣 (Júlia Kubinyi)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20)                

瑪樂沙柏德地域吉普賽舞蹈 (閉幕曲) Marossárpataki cigány tánc (Finale)   

民族 / 國家： 匈牙利、吉普賽 / 羅馬尼亞 

舞蹈編排：   謝宏璣 

演出： 藝摯歐洲民族舞蹈組、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校友會舞蹈組、真

光女書院 (香港) 、波亞斯歐洲民俗舞蹈團、MFC 匈牙利舞蹈俱

樂部 (台灣) 、帕林卡匈牙利舞團(日本) 、盈思舞蹈社(馬來西

亜)、 

主音歌手:  茱利亞.古碧嫣 (Júlia Kubinyi) 

樂隊:   匈牙利民族大使 (Hungarian FolkEmbassy) 

備註：  首演舞蹈 

 

                            -----   End   ------  


